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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深陷性骚扰丑闻，美国纽约州
州长、民主党人安德鲁·科莫 10日宣布
辞职，将于两周后正式离任。

科莫当天在持续大约 20分钟的电
视讲话中说，在新冠疫情依然严峻的情
况下，留在州长岗位上应对性骚扰指
控，将分散州政府精力、浪费税金。

纽约州总检察长利蒂希娅·詹姆斯
3日宣布，经 5个月调查发现，2013年至
2020 年期间，科莫性骚扰至少 11 名女
子，包括未经同意触摸、亲吻对方以及
作出有性暗示的言论。受害者包括他
的多名前助手。据美联社报道，已有至
少一名受害者提出刑事控告。

科莫一直否认有不当行为，10日重
申自己“清白”，称性骚扰指控“失实”。

科莫说，他为自己“让一些女性感
到不舒服”的言行道歉，但认定针对他
的指控有“政治动机”。

科莫的前助手琳赛·博伊兰去年最
早公开指认他性骚扰。博伊兰 10日在
社交媒体说，她一开始就要求科莫停止
不当行为，但是“很明显，他无法做到这

一点，却自始至终攻击和指责受害者”。
拜登 10 日说，尊重科莫的辞职决

定。
科莫离任后，现年 62岁的纽约州副

州长、民主党人凯茜·霍楚尔将接任，成
为纽约州首名女州长。

科莫现年 63岁，三次当选纽约州州
长，本次任期定于 2022年结束。美国去
年暴发新冠疫情后，纽约一度成为疫情

“震中”。科莫因每天面向媒体和公众
作疫情简报，成为“明星州长”。人们先
前猜测他有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
2020年总统选举，但他最终没有参选总
统。性骚扰丑闻发酵前，外界认为他明
年会寻求连任纽约州州长。

科莫是纽约州近年因卷入性丑闻
被迫辞职的高级官员之一。2008年，时
任州长埃利奥特·斯皮策因招妓丑闻辞
职。2011年，州联邦众议员安东尼·韦
纳被曝出与多名女子交流不雅照片、保
持不当关系，宣布辞职。2018年，州总
检察长埃里克·施奈德曼被曝曾对 4名
女子性虐待，随后辞职。 新华社特稿

阿富汗塔利班 10日在社交媒体说，
塔利班武装当天攻占西部法拉省首府法
拉市和北部巴格兰省首府普勒胡姆里
市。6日至今，塔利班已经宣布攻占北部
和西部 8座省会城市。

巴格兰省议会议员马穆尔·艾哈迈德
扎伊告诉法新社：“塔利班已经进入这座
城市（普勒胡姆里），在省长办公楼和主要
广场上升起旗帜。”另外 3名议员告诉德
新社，塔利班武装已经占领市中心和主要
政府建筑，政府军撤退至附近地区。

普勒胡姆里位于喀布尔以北 200 公
里，处于连接喀布尔与北部重镇马扎里沙
里夫的交通要道上。马扎里沙里夫是巴
尔赫省首府，正受到塔利班武装围攻。

阿富汗北部是传统的反塔利班地
区。塔利班先前宣布攻占了北部塔哈尔
省首府塔卢坎、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萨
尔普勒省首府萨尔普勒、萨曼甘省首府艾
巴克和朱兹詹省首府希比尔甘。法新社
报道，如果马扎里沙里夫失陷，将意味着
阿富汗政府失去对北部地区的控制。

塔利班武装还向西部赫拉特省首府
赫拉特、南部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和赫尔
曼德省首府赫尔曼德发起进攻。路透社10
日以一名欧洲联盟高级官员为消息源报
道，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 65%的国土。

难民逃入喀布尔

联合国机构国际移民组织 10日说，
今年已有超过 35.9万阿富汗人因战乱逃
离家园。阿富汗北部地区激烈战事导致

大批人南下逃至喀布尔。阿富汗政府相
关部门说，过去两周，超过 1.7万人从北部
地区进入喀布尔。国际组织救助儿童会
10日说，上周末以来，至少 6万人因战乱
逃离昆都士，其中超过半数是儿童。

数百名难民栖身喀布尔一座公园。
从昆都士逃来的福齐娅·卡里米告诉美联
社，塔利班武装进攻时，政府军不战而走，
但随后开始空袭塔利班控制区，迫使她带
着 5个孩子逃离。来自塔哈尔省的扎米
娜·塔卡里与大约 2000名难民落脚另一
座公园。她说，她的 12名亲属死于战乱，
其中 4人是警察。塔利班武装夺取她居
住的村子后，发现她的亲属中有警察，继

而在她家射杀 8名男性亲属。

美国继续“观战”

阿富汗战事持续吃紧，美国继续“一
走了之”的政策。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10 日表示，不后悔作出从阿富汗撤军的
决定，美方将继续为阿富汗政府军提供近
距空中火力、食品、装备等支援，但“他们
必须为自己而战，为他们的国家而战”。

拜登 4月宣布，驻阿美军 5月 1日开
始撤离，9月 11日前完全撤出。7月 8日，
拜登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于
8月 31日结束。随着美军加速撤离阿富

汗，塔利班发动猛攻，阿富汗安全形势持
续恶化。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 10
日承认，美军空中支援的效果有限。“没有
人说过空袭是灵丹妙药，会解决一切地面
问题。我们从没这样说。”他表示美军有
权限在 8月 31日前空袭塔利班，但拒绝说
明在那以后是否还能继续空袭。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考虑是否
进一步缩减美国驻阿富汗使馆人员。国
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在记者会上说，
美方每天评估阿富汗局势，“当然，我们想
把在阿富汗的人员减至最少”。

国际社会劝和

美国、联合国等多个国家和组织的代
表 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讨论阿富汗局
势。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代表先前在多
哈举行多轮谈判。

阿富汗代表团团长、民族和解高级委
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 10日发表
声明说，会议各方对阿富汗紧张局势表达
忧虑，呼吁立即停止冲突，恢复和平谈判，
组成包容性政府，达成政治解决方案。

阿卜杜拉说，阿富汗政府敦促塔利班
提出政治解决方案，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向
塔利班发出信号，强调和平的必要性，因
为眼下的局势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

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纳·迪雅里克当
天说，阿富汗局势“令人极为忧虑”，联合
国与阿富汗国内外相关方继续保持接触，
寻求政治方案。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
处发言人告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塔利班
愿意继续多哈谈判。 新华社特稿

塔利班再下两塔利班再下两城城 美国美国坚持坚持““观战观战””
阿富汗塔利班10日宣布又夺取两个省的首府，占领的省会城市至此达到8座。阿富汗政府和国际

社会呼吁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急于从战争泥潭抽身的美国则继续表示，阿富汗政府军必须靠自己。

5天夺8城

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等多
地新冠疫情严重反弹，且不少人仍不肯
接种疫苗或戴口罩。防疫形势如此严
峻，但佛州和得州州长仍坚持禁止强制
戴口罩，遭到两州多个校区抵制。

据路透社报道，佛州布劳沃德县公
立学校管理机构 10日决定，所有人在学
校必须戴口罩。该学区因此成为无视州
长德桑蒂斯相关行政令的最新学区。德
桑蒂斯上周发布行政令，禁止学校强制
学生戴口罩，称应由家长为孩子决定。

得州达拉斯独立校区 9日宣布，将不
顾共和党籍州长格雷格·阿伯特的行政
令，要求所有人在校园戴口罩。该校区
一些教职员工先前呼吁实施强制口罩

令，威胁说否则辞职。
阿伯特今年春季解除全州范围强制

口罩令。他警告企业和地方政府，如果
强制推行口罩令，将面临罚款。

达拉斯独立校区说：“作为雇主和教
育机构，校区有权为员工和学生制定合
理和必要的规定，阿伯特州长的命令不
能限制校区这一权利。”

面对多个校区抗命情况，佛州州长、
共和党籍的德桑蒂斯说，将扣发相关校
区官员工资。美国总统、民主党人约瑟
夫·拜登说，若德桑蒂斯真这样做，联邦
政府将补偿那些校区官员。

路透社 10日汇总美国公共卫生数据
报道，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传播，美国平

均每日新增确诊新冠病例数和住院人数
均创半年来新高，暂时看不到有减少趋
势。相对人口而言，佛罗里达州、路易斯
安那州、阿肯色州新增病例和住院病例
数量在全美均居前列，得克萨斯州情况
同样堪忧。

截至 9日，阿肯色州只剩 8张重症监
护病床可供接治新冠患者。州长阿萨·
哈钦森说，后悔取消强制口罩令。

美国秋季开学后，数百万儿童将重
回课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
斯警告，如果不要求孩子们戴口罩，病毒
将传播更广，可能导致校园内暴发疫情。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尚未批准新冠疫
苗适用于12岁以下儿童。 新华社特稿

违抗州长行政令 佛州得州学校强制戴口罩

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省首府昆都士市，，当地居民检查被战火摧毁的商铺当地居民检查被战火摧毁的商铺

性骚扰丑闻缠身 纽约州州长辞职

数百名中美洲国家移民近几日被
美国驱逐至墨西哥南部，又被大客车拉
到危地马拉一座偏远小镇。按照这些
移民的说法，驱逐过程混乱，他们对具
体去处一无所知。

小镇收容条件有限，当地交通不
便，移民回国困难重重。

美国《华盛顿邮报》10日披露，6日
以来，已有 300多名中美洲国家移民被
美国用飞机遣送至墨西哥南部城市比
亚埃尔莫萨，随后被墨西哥政府安排乘
坐大客车，抵达危地马拉边境小镇埃尔
塞沃。这批移民大多来自洪都拉斯、萨
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他们说，移民中有
多名携未满周岁婴儿的母亲。

来自萨尔瓦多、现年 24 岁的珍妮
弗和 9岁儿子 9日上午被赶出美国得克
萨斯州，乘飞机抵达比亚埃尔莫萨，当
晚被大客车拉到埃尔塞沃。她说，遣送
他们的人员“没有告诉我们要带我们去
哪儿，大客车驶入危地马拉时，他们说

‘好了，就这儿吧，下车’”。
埃尔塞沃只有大约 300名居民，周

边是大片农田和丛林，这批移民抵达后
被告知往南步行。

美国政府上周开始安排航班把中
美洲移民遣送至比亚埃尔莫萨，以震慑
那些试图北上越境入美者。

“移民之家”收容所最多可容纳 30
人。托里维奥对数百名移民突然到来
感到震惊。按照他的说法，8 日晚，至
少 7 辆大客车把那些被美国驱逐出境
的移民送到这里。

大多数移民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到
埃尔塞沃。一些人认为回家是最好的
选择。只是，在埃尔塞沃，没有交通工
具能带他们回洪都拉斯或萨尔瓦多，而
且返乡路途遥远。 新华社特稿

美国驱逐移民
落脚危地马拉

安德鲁安德鲁··科莫科莫


